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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要語法，也要語感。 

要正確地用英文，除了要學懂語法( Grammar，也稱文法 )，還要積累語感( the feel of 

the language )；語法好比是樹的主幹，語感好比是枝葉，缺一不可。 

老師可以在課堂上教語法，語感卻不可以靠老師教，必須由學生自己通過接觸英語

( 主要是大量閱讀 )積累和鞏固而得來。 

 

 
祝賀兩位「音樂校友」學業有成： 
吳詠詩校友( 1996、7B )在校時是學生會副主席，又精通鋼琴，是音樂活動的領袖。

吳校友大學畢業後從事音樂教育，業餘修讀中文大學工商理碩士課程，今年已順利畢業。 

余永鈞校友( 2000、7B )能演奏多種樂器，是本校結他班導師。他考入香港大學電機

電子工程學系，成績優異，已於今年夏季畢業，獲頒二級甲等學位。港大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主任李教授來函，表揚本校老師培育了余校友的紮實基礎知識。 

 

「理財」，由今日開始： 
又一新學會誕生了！它就是「理財學會」，由本校會計科成立。理財學會的主要工作

是幫助學生會、四社、各學會及班會統籌財政事務，核對收入及支出賬目，令資源能更

有效地運用。此外，他們亦會舉辦不同的活動讓同學參與，希望各同學多多支持。 
 

5C、1E班房美：  
 壁報完成得又快又美觀，已獲校長發獎鼓勵。其他班的壁報總編輯要急起直追啊，

還有紀念品等你收！ 

 

恭賀會計科周 Sir「小登科」！ 
 會計科周詠麟老師將於本月十二日舉行結婚典禮，本校同寅在此祝賀一對新人「白

頭到老，永結同心」！ 

清旬
The 

Ringing 
Ten 

 
 

2003.10.1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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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Library 2003-2004： 
Hello! CD Library is still providing services to every member and teacher this year. We 

have some news for you. 

1. New Members Recruit: 14th October (Tuesday), at the covered playground. 

2. Committee Members Recruit: Calling for F.2 & F.3 students. For interested party, please 

proceed to the committee recruit counter on site. 

3. Fees: F.1 students: $15 per year, F.2 to F.7: $10 per year 
★Important notice★:  

1. All CDs & VCDs of English Society have been moved to the library.  

2. Any member could borrow any CD or VCD at one time for a week. 

3. Remember to show the librarian your new CD Library card together with the school library 

card! 
 

點解參加朗誦節？ 
 中文朗誦委員會主席宋立揚先生認為透過參與比賽，學生獲益良多，計有： 

一、提高情緒智能，增強自信、自尊和自制能力。 

二、勇於面對挑戰，突破自己，加速成長。 

三、懂得運用胸腹式呼吸及掌握聲音控送技巧。 

四、磨練口才、提高表達能力。 

五、學習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 

六、受中西文化的薰陶，心靈得滋潤。 

 

激死老師的錯句： 
 在小學就學過了的英文基本文法，有少部份同學沒有掌握好，上到中學還是一錯再

錯；就是經老師再三解說，耳提面命，還是錯成下面這個樣子！ 

這些錯誤，一講就明，一寫又犯；這些句子因為錯得離譜，而且頑強地錯，會激死

老師！所以，一定要把這些「積犯」示眾、槍斃！ 

請把下列句子的錯誤成份（已用斜字表示）改掉： 

1. I don’t know why he don’t speak to me anymore. 

2. Yesterday I was go to the cinema. 

3. The teacher told me to brought the book.  

4. There has a car on the road. 

5. Mozart（莫扎特）play for the king when he was six. 

6. Why don’t your sister come with you? 

7. The student was studied very hard. 

8. She said she would told me the story. 

9. He have not write me a letter. 

10. They were saw a good mo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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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士之年，看書人潮未減！  
上年度 2002-03本校圖書館共借出書籍 16,000本次；十大借書人是： 

姓名 班別 借書次數 
司徒慧婷 4E 154 
黃 雪 儀 5E 152 
錡 金 文 6B 145 
任 凱 雯 4E 142 
李 嘉 利 2A 109 
魏 安 娜 1C 101 
李 美 玉 1D 101 
李 詠 姍 1C 99 
黃 尹 嬋 1C 94 
張 顥 齡 2A 93 

 

 借出次數較多的書目有：《十三歲的深秋》、《笑口良藥》、《哈利波特》、《笑爆 U記校

園》‧‧‧‧‧‧等。 

 

借問溫書何處好？  
午膳時間首選一樓「電腦室」── 安靜、涼快、座位充足、天天開放；自修或做習 

作皆宜。 

 

四十同學積極備戰中文朗誦比賽：  
 一年一度的校際朗誦節即將舉行，本年度我校共派出約四十位同學參加粵語及普通

話朗誦，現階段各參賽同學已積極備戰，期望能取得佳績，為本校爭光。 

 指導老師及參賽同學名單如下： 

指導老師 謝穗芬老師、黃子敬老師、黃麗萍老師、蔡潔瑩老師、張佩恩老師、程兆麒
老師、朱啟章老師、李進軒老師 
1A  張寶萃、幸圓歡 
1C  陳安華、江淑勤、文綺彤、趙芷蔚、林君文、黃國安、張彤、楊曼筠 
1D  奚夢奇、余佩 、江家瑩、楊康澄  
1E  李洛儀 
2B  謝鶴宁、張楚宜 
2C  黃詠霖、溫家嘉、陳艷誼 
3A  黃曉晴、李嘉利 
3B  黃莉莉、勞異珮、鍾慧妍、曾舒蔚、羅少敏 
3C  張雅萍、陳賽岸 
3D  陳芳萍、陳嘉欣 
4B  袁淑華、鄧璐 
4D  林婷婷 
4E  黃騰騰 

參賽同學 

7B  陳萍萍 
 

家長教育單張： 
 在本年九月廿四日起，家長可在教育統籌局網頁http://www.emb.gov.hk下載第一至第

三號教育單張，分別為「家校合作」、「抗逆力」及「青少年的身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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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圓同學赴加讀藥劑： 
 原6B高材生( 全班第二名 )陳圓同學已於八月赴加拿大，準備攻讀藥劑學。陳同學

三年前轉入本校讀中四，臨行前她寫信向母校師長告別： 

敬愛的校長： 

謝謝你以及母校多年來對我的栽培！ 

還記得校長曾問過我較喜歡王少清還是以前的學校。現在，我會毫不猶豫的答：「王少清！」

因為無論是校長、老師還是書記，都是王少清的友善和親切得多。王少清的老師，放學後還仍會

留下來解答學生在功課上遇到的問題，甚至在假期時也會回校教導學生。而且，他們又會像朋友

一樣關心學生，與學生分憂；這一切一切，都是非常難得，亦是使我第一次對學校產生歸屬感的

原因。 

我到了外國後亦不會忘記王少清曾經給我的一切，這裡的校長和老師。我會努力讀書，發憤

向上，以答謝母校對我的教導之恩。謝謝！ 

學生 

          陳圓敬上

 
中一同學可以優惠價訂購科學光碟： 

出版社向本校科學科提供訂購光碟優惠，有興趣同學可在十月十五日前向科任老師

報名並索取回條： 

光碟 原價 優惠價 
學生光碟 1 $ 30 $ 20 
科學科英語增潤光碟(雙語) $ 30 $ 20 
優惠套裝〈學生光碟 1 +科學科英語增潤光碟(雙語)〉 $ 60 $ 30 

 

如同學家中並無電腦，則毋須考慮購買，可在學校圖書館借閱。 

 

English in the Air睇電視學英語 (有英文字幕)： 
 

8/10/03-26/11/03Road Scholars - 萬卷書萬里路 
Teenagers discovering exotic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青年人揹着包萬里行，認識世界各地風土人情 

TVB Pearl 
(逢星期三 6:50 pm) 

3/12/03-28/4/04Lizzie McGuire - Lizzie的天空 
Fun-filled stories of Lizzie’s daily encounters 
美國少女 Lizzie多姿多彩的生活趣事 

18/10/03-6/3/04Smallville (season 1) - 超人外傳 (第一輯) 
Teenage Superman’s thrilling adventures in his 
hometown Smallville 
超人在家鄉成長的驚險歷程 

ATV World 
(逢星期六 2:10 pm) 

13/3/04-5/6/04Sail Away - 破浪少年團 
Exciting sailing expedition of teenagers on the open sea
少年人乘風破浪，發掘無際海洋的奇妙世界 

 

教統局規定：你上學前必須量體溫 
同學每天上學之前，必須量度體溫並請家長簽署作實；如同學因特殊情況未能於上

學前量體溫，則必須於第一節上課前到聖約翰救傷隊的櫃檯補量體溫。 

如同學未有於第一節上課前補量體溫，訓導處將會視作違規行為處理並立即扣分。 


